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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行业 2022年信用风险展望 

包装类纸价有进一步提升空间，行业债券融资将继

续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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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造纸行业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
称“疫情”）、环境保护、淘汰落后产能以及“禁废令”
等方面的政策影响；上半年行业供需较旺盛，三季度受
“双减”和“能耗双控”影响均有所回落，纸价整体温
和上涨，纸浆市场总体呈成交量回升和价格回落的局

面；行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同比保持增长但增速逐
月下滑；整体供给结构将继续优化；发债规模有所下
降。展望 2022年，纸企仍将面临较大的环保监管压力；
文化用纸需求将进一步降低，包装类用纸供需差扩大，
价格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债券融资规模仍将继续收紧，
行业整体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但需关注中小型纸企
偿债能力的不确定性。 

 行业政策：造纸行业主要受环境保护、淘汰落后产
能以及“禁废令”等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影响，预计
2022年，环保监管力度只高不低，纸企仍将面临较
大的环保监管压力。 

 行业供需：2021上半年造纸行业供需较旺盛，三季

度受“双减”和“能耗双控”影响供需均有所回落，
纸价整体温和上涨，纸浆市场总体呈成交量回升和
价格回落的局面；预计 2022年，随着无纸化和“双
减”政策推进，文化用纸需求将进一步降低；同时
疫情下网络购物进一步渗透，同时受“禁废令”、
“限塑令”等影响，包装类用纸供需差扩大，价格
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盈利能力：2021年以来，造纸行业营业收入和利润
总额累计增速逐月下滑，随着“禁废令”等各项政
策施行，行业整体供给结构将继续优化。 

 债市分析：2021年，造纸行业发债规模有所下降，
发行品种以可转债和公司债为主，存续债券到期期

限相对分散；预计 2022 年，造纸行业债券发行规
模提升空间较小，债券融资规模仍将继续收紧。 

 信用质量：造纸行业发债主体较为集中，预计整体
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但需继续关注中小型纸企偿
债能力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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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政策 

造纸行业主要受环境保护、淘汰落后产能以及“禁废令”等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影响；预计

2022年，环保监管力度只高不低，纸企仍将面临较大的环保监管压力。 

造纸行业受环境保护、淘汰落后产能以及“禁废令”等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影响较大。造纸

行业是一个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尤其是废水、废气及固体废物排放量较高。近年来，国家发

布的造纸行业发展政策和环保政策等，均对纸制品企业的污染排放标准和资源消耗标准提出更

严格的要求，意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向节能化、清洁化方向发展。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修订)》实施，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成本用于升级和改造生

产设备以及环保节能设备，对淘汰落后产能、释放市场空间有较为直接的作用。2021年，随着

环保政策的实施，造纸行业固废处理成本增加，所面临的环保监管压力进一步增大。与此同时，

我国持续推动造纸等行业技术和设备转型升级，提升绿色水平。2021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该政策被称为我国史上最

严限塑令，“以纸代塑”将为白卡纸等产品带来新一轮增长动力。 

表 1  近年来造纸行业有关环境保护、淘汰落后产能相关政策 

时间 名称 内容 影响 

202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2021-2025年）规划和

2035年远影目标纲要》 

扩大轻工、纺织等优质产品供给，

加快化工、造纸等重点行业企业改

造升级，完善绿色制造体系 

促进纸制品企业技术和

设备改造升级 

2020年 

《商务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

使用、回收报告办法（试

行）》 

各类超市、商场、集贸市场减少使

用、积极回收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

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

可降解的替代产品 

促进环保替代产品包括

纸袋、可循环使用的布

袋、提篮和可降解塑料

制品等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修

订)》 

对产废单位建立全程监管机制、完

善法律责任、增加自主验收和排污

许可、增加固废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等 

固废处理成本增加，面

临较大监管压力  

2019年 

《关于开展 2019 年生态环

境保护统筹强化监督(第一

轮)工作的通知》 

新一轮的环保大督查将涉及广东、

浙江、河北等全国 25个省和直辖

市 

环保检查越来越严，将

有多家纸厂因此被处罚

甚至关停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环境

管理的通知》 

加快完善工业固体废物源头管控、

收集转运、能力建设、存量清零、

执法监管各环节的闭环管理 

制浆及造纸企业会产生

大量固体废物，该类企

业将面临较大监管压力 

2018年 
《制浆造纸工业污染防治可

行性技术指南》 

规定了制浆造纸工业废气、废水、

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对造纸行业进行技术性

指导 

数据来源：大公国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禁废令”方面，自 2017 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对废纸进口的限制政策逐步加码，对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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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纸的质量、数量和检验程序等方面进行严格管控，自 2021 年起，我国全面禁止固体废物进

口。2020年，我国废纸浆需求缺口为 380万吨，2021 年预计废纸缺口为 689 万吨，缺口扩大，

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补充。在禁止进口固定废物的同时，我国加速发展废物回收利用，进一步

推动我国废纸回收系统的建设。我国废纸回收率低于 50%，相较发达国家的 70%～80%的回收

率，我国废纸回收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预计 2022 年，环保监管力度只高不低，纸企仍将面

临较大的环保监管压力。 

表 2  近年来造纸行业有关“禁废令”相关政策 

时间 名称 内容 影响 

2020年 
《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

物有关事项的公告》 
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 全面禁止进口废纸 

201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建议》 

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严厉打击走

私，大幅减少固体废物种类和数

量，力争 2020年年底前基本实现

固体废物零进口 

降低进口废纸量 

2017年 

《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

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 

完善进口垃圾监管 
影响进口废纸量，加强

对进口废纸的监管 

《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

定》 

申请进口废纸许可的加工利用企业

生产能力应不小于 5.00万吨/年 

提高进口废纸加工企业

门槛 

数据来源：大公国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行业供需 

受建党 100周年及行业周期运行影响，2021 上半年造纸行业供需较旺盛，三季度受“双减”

和“能耗双控”影响供需均有所回落；纸价整体温和上涨，纸浆市场总体呈成交量回升和价格

回落的局面；预计 2022 年，随着无纸化和“双减”政策推进，文化用纸需求将进一步降低，同

时疫情下网络购物进一步渗透，叠加“禁废令”、“限塑令”等影响，包装类用纸供需差扩大，

价格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需求方面，造纸行业下游销售涉及零售、电商、物流、出版等行业，因疫情防控需要，2021

年一季度，教材教辅、出版物等处于春节出版招标季，叠加春节效应，文化、印刷用纸需求较

高；二季度，建党 100周年党刊、宣传书籍需求增加带来大量新增订单；三季度以来，《关于进

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实施,随着“双减”政

策落地，学校教材、作业纸和培训资料的印刷用纸需求大量减少，新闻纸受纸质报刊行业下行

市场持续萎缩。生活用纸作为必选消费品，需求量稳健，同时居民个人卫生意识提升有望拉动

纸巾等生活用纸产品日常使用需求的上升。网络购物迅速发展，推动包装纸、箱纸板、瓦楞纸

等需求上涨。 

供给方面，截至 2021 年 10 月，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累计值为 11,164.14 万吨，累计同

比增长 8.4%；其中，上半年随着国内经济恢复和需求回升，产量同比保持稳定增长，三季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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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受“能耗双控”影响，企业开工率下滑，产量增速有所回落，到 9月和 10月，产量同比分

别减少 7.8%和 6.7%。 

产品价格方面，2021 年全年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2021年一季度价格相应出现一段上涨行

情，以玖龙纸业箱板纸和瓦楞纸出厂平均价格为例，一季度箱板纸和瓦楞纸平均出厂价格均出

现小幅上调，到 3月末分别达到 5,700元/吨和 4,480元/吨，均为近一年最高价格。2021 年二

季度，4月初开始纸制品价格有所回调，此后价格整体保持稳定；三季度，下游需求总体有所提

升，纸价保持高位，6月开始有所回调。三季度不同纸产品价格变动不同，需求拉升，催化纸价

上行，8月及 9月价格均上涨 500元/吨，较 6月初上涨 1,400元/吨,预期白卡纸价格年内仍呈

现温和上涨趋势。 

原材料方面，根据中国造纸协会发布的纸浆指数，纸浆价格定基总指数在 2021年 3月达到

2018 年 1月以来的第二个高点 135.00之后，价格定基总指数由 2021年 4 月开始回落，截至 10

月已连续回落 7个月至 109.51；纸浆价格总指数在 2021年 7月出现反弹后，截至 10月连续三

个月出现下降，环比为 92.80；物量定基总指数由 2021 年 4 月开始连续回落 6 个月后于 10 月

出现回升。纸浆物量总指数波动上升，截至 2021 年 10月环比升高至 109.36。纸浆市场总体呈

成交量回升和价格回落的局面。 

展望 2022 年，随着无纸化和“双减”政策推进，文化用纸需求将进一步降低；同时疫情下

网络购物进一步渗透，包装类用纸需求将持续提升，包装纸主要采用废纸作为原材料，“禁废令”

下国内废纸缺口较大，“限塑令”推动“以纸代塑”，供需差扩大，价格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图 1  2020年以来各类型纸出厂平均价（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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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 

2021 年以来，受 2020 年基数较小影响造纸行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累计同比保持增长，

但增速逐月下滑，行业盈利能力逐步减弱。随着“禁废令”等各项政策施行，淘汰落后产能及

疫情影响倒逼清退大量盈利能力薄弱的中小纸企，行业整体供给结构将继续优化。 

2021年 1～10月，行业营业收入累计为 12,159 亿元，同比增长 16.80%；利润总额累计为

707 亿元，同比增长 22.40%。2021年以来，行业营业收入累计同比保持增长，主要是 2020 年

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所致，同时累计同比增速逐月小幅下降。下半年下降幅度明显扩大，行业

利润总额下半年来振幅下降明显，主要是三季度以来受“双减”和“能耗双控”等影响供给回

落所致。行业毛利率方面，2021年前三季度当季毛利率分别为 15.35%、15.49%和 12.92%，其

中一季度及二季度同比均小幅提升，三季度同比小幅下降。 

受制于废纸进口额度、国内废纸回收网络和“林浆纸一体化”等原料把控能力方面的不足，

小规模产能主动退出；而环保政策逐步加码下，行业中落后产能被迫退出；此外，环保、技术

及资金等方面的要求导致行业进入门槛总体较高；多方面因素作用下，行业集中度持续上升。

展望 2022 年，随着“禁废令”等各项环保政策施行，淘汰落后产能及疫情影响倒逼清退大量

盈利能力薄弱的中小纸企，行业整体供给结构将继续优化。 

 
图 2  2021年以来造纸行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左轴）及同比增速（右轴）（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债市分析 

2021 年，造纸行业发债规模有所下降，发行品种以可转债和公司债为主，存续债券到期

期限相对分散；预计 2022 年，造纸行业债券发行规模提升空间较小，债券融资规模将继续收

紧。 

2021 年截至 12 月 8 日，造纸行业共发行债券 7 只，较 2020 年减少 3 只，发行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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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 亿元，较 2020 年减少 28.70 亿元，主观原因是在前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

能及疫情的影响下，企业投资需求下滑，同时企业自身也存在主动降杠杆、优化债务结构的需

求；客观原因方面，造纸行业正处于持续淘汰落后产能阶段，加之资本市场资金并不倾向于高

污染高耗能的传统产业，在金融监管趋严，去杠杆的大背景下，造纸行业内发债企业也面临着

发行难度加大等问题。 

发行债券的品种方面，2021年，造纸行业新发债券以可转债和公司债为主，发行总额分别

27.20 亿元和 20.00亿元,剩余为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总额分别为 5.00亿元和 0.90

亿元。 

发债主体方面，2021 年，共计 7 家造纸企业发行债券，其中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规模

最大，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光纸业”）主体评级最高。整体来看，2021

年造纸行业新发债规模有所减少，新增发行债券的主体等级较为分散，且主要分布在 AA和 AA+。 

表 2 2021年造纸企业发行债券情况（单位：亿元、%） 

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 主体评级 发行债券规模 发行规模占比 

仙鹤股份有限公司 鹤 21转债 AA  20.50   38.61  

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1金光 01 AAA  10.00   18.83  

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特纸转债 AA  6.70   12.62  

桓台县金海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1桓台 01 AA  6.00   11.30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21金红叶

SCP001(高成长债) 

AA  5.00   9.42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21金桂 01 AA+  4.00   7.53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21山鹰国际 GN001 AA+  0.90   1.69  

合计   53.10  100.00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2021 年截至 12 月 8 日，造纸行业存续债券规模为 459.04 亿元，分债券类型看，资产支

持证券 257.83 亿元，占比为 56.17%；可转债和公司债存续规模分别为 88.81 亿元和 78.50亿

元，其他主要为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分别为 28.90 亿元和 5.00 亿元。期限方面，存续

债券分布较为分散，其中 1年以内和 10年以上存续债规模较高，存续期限超过 10年的债券全

部为金光纸业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表 3  截至 2021年 12月 8 日造纸行业存续债券期限结构（单位：亿元、%） 

项目 ≤1年 （1，3]年 （3，5]年 （5，10]年 >10年 合计 

金额  84.00   64.95   56.06   27.20   226.83   459.04  

占比  18.30   14.15   12.21   5.93   49.41   100.00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综合来看，造纸行业目前供需相对平衡，新增产能空间较小，造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较弱；另一方面，在金融监管趋严及资本更倾向新兴产业的背景下，造纸企业债券发行难的局

面仍难以改善，预计 2022 年，造纸行业债券市场整体发行规模提升空间较小，债券融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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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继续收紧。 

信用质量 

造纸行业发债主体较为集中，预计整体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需继续关注在淘汰落后产能

及环保政策趋严背景下，中小型纸企逐步被整合和淘汰，其偿债能力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021年以来，造纸行业无债券违约，发债企业主体及债项级别均未变动，整体信用水平较

为稳定。 

从存续债发行主体来看，造纸行业存续债发债主体共 11家企业，其中级别主要集中在 AA

和 AA+。按照存续债规模看，则主要集中于金光纸业和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山

鹰国际”）这两家企业，存续债规模分别为 297.83 亿元和 41.81 亿元，在存续债中合计占比

为 73.99%，主体级别分别为 AAA和 AA+，其中金光纸业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造纸企业，纸品种

类多样，具有显著的规模、技术和品牌优势，经营状况较好且盈利能力较强，存续债主要为资

产支持证券，期限大多分布在 10年以上；山鹰国际为大型上市民营企业（股票代码：600567.SH），

主要生产箱纸板、瓦楞纸、瓦楞箱板纸箱等包装纸和新闻纸、胶印书刊纸等文化纸，产品产量

和营业收入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经营情况较好，存续债主要为可转债，存续期限主要为 3年左

右和 4年左右。 

综合来看，造纸行业存续债发行主体较为集中。预计 2022 年，造纸行业信用水平仍将保

持稳定。但需关注，我国造纸行业目前市场集中度仍相对较低，并且很多纸制品企业脱胎于国

有或集体的县级造纸厂，中小企业众多，在淘汰落后产能持续推进以及环保政策趋严的背景下，

纸制品企业将加快并购重组步伐，行业集中度也将持续提升，中小型纸企逐步被整合和淘汰，

其偿债能力亦将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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